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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DAMSTAB [(divlist)] /SDIC | /SDIHC | /SDIHR | /SDI194C[SP] | /SDI194P[SP] |/SDI216C[SP] 
| /SDI216P[SP] | /SDIPtype [/L:l1,l2] [/B:b1[,b2]] [/N:n1,n2] [/STOP[AT][:n]] 
[/DLL:draftloadline] [/LIMITHEEL:angle] [/WRITE:runfile] [/SIDE:Port|Starboard] 
[/EXPERIMENTAL] [/H:hmax] [/MACRO:name] [/NOREQ] [/QUICK] [/ALLPEN] 
[/AUTOFLOOD] 
根据指定方法计算破损稳性；计算当前装载工况的分舱指数（需要 AF 模块）。 

参数说明 

(divlist) 
破损稳性计算中需要考虑的分舱（即 subdivisions 或 compartments）。如果空缺，则考虑所

有分舱（参看命令 DIVISIONS）。 

/SDIC 
使用 IMO 中推荐的货船计算方法。即根据 SOLAS 公约 Regulation 25 计算货船概率破舱稳性。 

/SDIHC or /SDIHR 
根据修订版 SOLAS 公约中的计算方法计算，计算方法分别适用于普通船(/SDIHC)和滚装船

(/SDIHR)。即根据 IMO 发起的发行在 SLF 45/3/3 和 SLF 45/3/5 的研究项目"Harder"中的方法

计算。在两种计算方法中，"s"因数的计算目前只使用“传统 GZ 公式法”。 

/SDI194C[SP] or /SDI194P[SP] 
根据 SOLAS 修订案 MSC.194(80)中的计算方法计算，分别适用于货船(/SDI194C)，客船

(/SDI194P)。只有最终残存稳性会被执行计算。建议残存稳性使用宏参数/MACRO 进行计算。

可选后缀"SP"表示特殊功能船。 

/SDI216C[SP] or /SDI216P[SP] 
是/SDI194 的另一种形式，但是参考的是 MSC.216(82)，它们的计算目的相同。 

/SDIP (synonym: /SDIP: Simplified) 
根据 IMO 公约中的 A.265 (VIII)计算方法计算，适用于滚装客船，用于计算当前装载工况的分舱

指数。 

/SDIPi (synonym: /SDIP: i) 
根据 IMO 公约中的 A.265 (VII)计算方法计算，适用于客船，其中吃水为 i (i = 1, 2 or 3)。 

/SDIPT (synonym: /SDIP: Total) 
利用之前执行的命令 DAMSTAB，及参数/SDIP: 1, /SDIP: 2 and /SDIP: 3 的计算结果，汇总报告

总分舱指数。 

/L: l1,l2 
定义分舱长度的终点。如果不定义，则使用模型首尾端作为终点。 

/B: b1 [,b2] (synonym: /B1: b1[/B2: b2]) 
定义分舱宽度；如果不定义，则使用模型最大宽度。仅适用于参数/SDIP，也可定义第二个数值

来适用于规范中 B2 的宽度。 

/N: n1, n2 (synonym: /N1: n1/N2: n2)  
定义乘客和船员数量。仅适用于参数/SDI194, /SDI216, 和/S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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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AT]: n 
在 n 个相邻分舱同时进水或（如果没有"AT"）达到所需 R 值时，且完成当前分舱计算之后，强制

分舱指数计算停止。 

/DLL: draftloadline 
定义量取分舱中心宽度值时所取的高度，该宽度值将决定是否划分某处空间为边舱。如果不定义，

则使用分舱中心处的最大宽度。 

/LIMITHEEL: angle 
修改 SDIC 残存稳性衡准，使得回复力臂考察范围到指定角度。这同样会限制从 SDIP 中得到回

复力臂面积积分的范围。但它并不会影响最大回复力臂的考察范围。 

/WRITE: runfile 
当执行 SDI 程序时，同时也保存一个指定名称的运行文件，该运行文件包含了破损稳性计算中每

种分舱组合侵水的命令；同时每种破损下都执行一次用户定义宏"RA"。 

/SIDE: Port | Starboard 
指定哪一舷破损。如果不指定，默认为命令 DIVISION 中列出的拥有舱室较多的一舷（如果两舷

舱室数量一样，取右舷）。 

/EXPERIMENTAL 
在分舱长度范围内检验内部舱室，用于判断双层底是否足够低到能被侵水。 

/H: hmax 
定义“基线以上垂向破损的最大高度”。如果不定义，则按照相应 IMO 规范中基于分舱长度的

函数来计算。不适用于/SDIP。 

/MACRO: name 
使用已命名宏来计算残存概率。不适用于/SDIP。 

/NOREQ 
忽略任何指数 R，一直运行直到侵水到达到指数 A 不再有任何增长为止，或者到达参数/STOP
中定义的分舱破损数量。不适用于/SDIP。 

/QUICK 
计算残存概率时，不考虑因较小的垂向破损而导致的更低的残存概率。不适用于/SDIP。 

/ALLPEN 
在多舱侵水情况中，考虑所有破损深度。 

/AUTOFLOOD 
禁止命令 DIVISION 中子参数 Ii 和 Uj 所定义的特殊侵水设置。 

操作 
分舱指数计算 

一种在各个舱室以及舱室组合破损时，考虑船舶的稳性，自动计算其概率破损残存性的计算方法。

这会根据破损范围计算破损概率，当严重受损时，也会计算残存概率。根据单个缺口使得的船舶

破损后导致的可能进水的各种组合，计算两个概率的乘积和。计算结果称为“达到的分舱指数 A”。 

在使用命令 DAMSTAB 之前，系统需要确切的知道各个舱室以及舱室组合的分组情况。（不会

假定每个舱室为一个独立分组）。这些信息需要由命令 DIVISIONS 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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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分组都已经定义之后，就可以得到当前装载工况下的分舱指数了。命令 DAMSTAB 会计

算每种状况下的破损概率和残存概率，计算概率之和即为达到的分舱指数 A。注意这个指数只针

对当前装载工况。如果需要考虑其他装载工况，需要重新运行命令 DAMSTAB。 

当在命令 DIVISION 中通过参数/HBHD 和 /WING 指定了舱壁时，垂向和横向破损深度将分别

在计算中进行考虑。/WING 的距离为在相关中心平面上，从位置所在的船外板起到所定义的偏

移量。当考虑指定高度的破损时，任何边界超过该偏移量的舱室都将被认为是侵水的。 

更小范围的垂向破损可能会导致残存性更小，程序通过逐步减少分组中低位舱室来进行评估计算。

使用参数/QUICK 可以忽略这种找寻"Smin"的方式。 

在参数/SDIC：Simplified 和 /SDIP：Simplified 中：简体版会根据船舶尺寸计算并显示要求的

分舱指数 R。根据 IMO 规范，两个吃水下达到的分舱指数 A 的平均值，要与指数 R 进行对比。 

/SDIP 参数不会考虑水平舱壁；只考虑 DIVISION 命令中的/WING 参数。同时不找寻 Smin。它

只会根据当前工况的 VCG 计算指数 A。目的是得到(A/Amax)的比值，（其中 Amax 为"s"值等

于 1.0 时的重心高度所计算的指数 A，A 为最大操作的重心高度所计算的指数 A）。该比值是衡

量破损残存性的重要指标。 

为了满足条款 A265 6.d.iii 中对“平衡之前”多种分舱组合破损的特殊处理的要求，/SDIP 将考

虑不包含标记"+"的舱室的破损，检查横倾是否超过 20 度或有进水点浸没，如果是则设置 S=0，
这些情况下，忽略最小 GM 的要求并允许继续在此特殊工况下进行计算。 

任何舱容描述为 CRITICAL 的舱室侵水时，残存概率都将为 0。 

残存概率宏变量。 

当宏/MACRO 被用来计算残存概率时，将使用变量在宏中输入或输出。这些变量必须事先被用

户定义，其命名规则如下： 

输入字符串变量： 

DAMSTAB_TANKS – 包含侵水舱室列表； 

DAMSTAB_INBD, DAMSTAB_UPPER – 如果出现，这些变量代表运行这个宏所考虑的破损由

舷外向内，由下向上的层数； 

DAMSTAB_DIV – 如果出现，该变量代表运行这个宏所考虑的分舱列表。 

输出实变量： 

DAMSTAB_PS – 残存概率； 

DAMSTAB_MAXRA – 当前单位下的最大回复力臂； 

DAMSTAB_RANGE –稳性范围，单位为：角度； 

DAMSTAB_STATUS – 如果出现且设定为正值，则该变量使报告显示宏指定的平衡状态，而不

是完全进水的平衡状态。 

显示输出 
SDIC (货船分舱指数, SOLAS Reg. 25) 

显示一个表格，每一行显示一种破损情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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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边一列显示破损的区域编号。区域编号由命令 DIVISIONS 中进行定义。如果命令 DIVISION
中定义了横向和垂向舱壁，则会对应显示"Inboard" 和 "Upper"。下一列标记为"P"，显示区域

的破损概率。继续下一列标记为"S" 或者"Smin"，显示区域破损后的残存率。"Smin"表示进行了

最小 S 值的求解。再下一列，"P*S*V"为三个因子的乘积，表示可能出现的水平舱壁；后一列为"A"，
表示 P*S*V 值的累积和。 

右手边的 5 列显示了每种破损工况中最重要的参数。“Depth, Trim 和 Heel”（后两项为角度

单位）显示了破损平衡状态的水线面。“Range”表示平衡后的稳性范围。“MaxRA”表示该

范围内的最大回复力臂。 

当使用宏/MACRO 时，会显示一条注释，表示残存概率是通过用户自定义宏进行计算。 

当用户定义的侵水工况推迟了根据计算模型正常情况下的侵水工况时，会生成附录显示这些破损

工况和其差异。 

SDI194 (货船和客船的分舱指数, MSC 194) 

和 SDIC 计算方法类似，不同之处主要是"s"值的计算方法。客船要求考虑横倾力矩和中间进水阶

段，这比该命令参数需要更多的船舶数据。因此必须使用宏/MACRO 来计算残存率。可使用名

为" DAMSTAB2"的计算向导“wizard”，它提供宏并且为货船和客船自动执行所有所需计算。 

SDIP (滚装客船的分舱指数 – 简体版) 

类似于/SDIC，这里也会生成一个表格。破损概率会包含并显示"a" 和 "p" 因数。"s"列显示残存

概率，"A"列为指数 A 累积和。每行破损所贡献的 A 值可由两行连续指数 A 的差值得到。右手边

忽略了 Depth 列，但包含了 Area 列，这是由于计算"s"值需要回复力臂曲线下的面积。这种方

法不考虑两组以上进水的情况。 

SDIP: n (客船分舱指数) 

计算要求有三种装载工况，需分别使用命令 DAMSTAB。每种装载工况都需要在/SDIP 中指定吃

水编号。DAMSTAB /SDIP1 根据吃水编号对应到 IMO 所规定的 dl 等工况中。为了得到最终总

结报告，必须使用参数/SDIPT 运行第四次 DAMSTAB 命令。这里可能需要使用参数/N1 和/N2
来定义乘客和船员数量。例如，DAMSTAB /N1:1000, N2:100 /SDIPT。 

每个命令 DAMSTAB /SDIPn 或 DAMSTAB /SDIPT 中必须分别定义 N1 和 N2 的值。如果定义参

数/B1 或/B2，那么必须在每个命令 DAMSTAB /SDIPn 中保持一致。 

非显示输出 

显示 DAMSTAB 命令的详情计算过程，包含侵水时各个进水舱室的名称，同时可以通过追踪文

件"Trace”得到中间进水数据。（参看命令 MESSAGE，查看追踪输出。）这些中间结果可以用

来核对报告的结果。注意：如果包含很多区域，追踪输出的结果会非常大。 

样例 

定义分组，并且求货船在某一吃水下的 A 指数： 

DIVISION(1) FORPK.C 

... 

DIVISION(7) AFTPK.C 

DI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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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 0 

HEEL 0 

DRAFT 35.0 

VCG 37.5 

SOLVE WEIGHT, LCG, TCG 

DAMSTAB /L: 0.0, 234.5 /SDIC 

求客船 A 指数(A.265 VII 方法)： 

MACRO DS 

DAMSTAB /N: 1000, 100 /SDIP: %1 

/ 

.COND1 

.DS 1 

.COND2 

.DS 2 

.COND3 

.DS 3 

.DS T 

使用宏计算残存概率(MSC 194(80) 方法): 

VARIABLE (STR) DAMSTAB_TANKS 

VARIABLE DAMSTAB_PS, DAMSTAB_RANGE, DAMSTAB_MAXRA 

MACRO PROBSURV 

.Sfinal 

SET DAMSTAB_PS={S}, DAMSTAB_RANGE={R}, DAMSTAB_MAXRA={MA} 

.Smom 

 SET DAMSTAB_PS={DAMSTAB_PS} TIMES {S} 

.Sinter 

IF {S}<{DAMSTAB_PS} THEN SET DAMSTAB_PS={S} 

/ 

DAMSTAB /SDI194P /MACRO:PROBSU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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